金靖 ISIJ2019 参赛总结
感谢 CCF 的信任，任命我为 ISIJ 2019 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作为上海选手
管晏如的主教练，第一届 ISIJ 因故未能成行，甚感遗憾。今年第二届她再次代
表上海入选，我也终于有幸参加 ISIJ。由于去年带学生去过莫斯科，对俄罗斯
的情况不算陌生，而且管晏如也是第二次参加，熟悉当地情况、比赛经验丰
富，因此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领队的角色上。
在接到领队的任务后，我首先跟 ISIJ 会务负责人取得联系，按照对方的要
求，收集所有出行人员的护照复印件与各类个人信息，汇总后发给对方。此次
队伍人数是去年的翻倍，CCF 也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都有教练随行，期间有学生
参加 APIO 等比赛，各种材料收集也耗时良久。
提交参赛人员信息表格后，等待俄方邀请信约需两周时间。我同时进行办
理签证，落实往返航班信息等工作。而缴纳比赛注册费时，颇花了一番功夫，
支付需要信用卡汇款给银行，而且由于单笔和每日支付限额，总共二十余人的
费用，副领队曹蓉老师花费了约两周才全部完成。如果 ISIJ 能支持中国流行的
网络支付方式，想必会方便不少。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我组建了学生集训群和家长群，为即将到来的比
赛做好必要的准备。根据去年的参赛情况，此次出行准备较为顺利，感谢去年
领队南外史钋镭老师在参赛总结中提供的详尽信息。
6 月 24 日，ISIJ 中国队的选手、教练和家长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计算机学
会，NOI 主席王宏教授和 NOI 办公室主任周苗老师召开动员会，选手和教练穿
上亮眼的队服合影留念。稍事休息后，来到首都机场，飞往莫斯科转机，在次
日当地时间下午 14 点，全队抵达喀山机场。ISIJ 会务组工作人员迎接并坐上
大巴，前往车程一个半小时的 Innopolis。
Innopolis 是今年比赛地点，是临近喀山市的一个产学研一体的高科技园
区，园区内建筑物不多，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零星分布着几所校舍和居民住宅。
可能是假期的缘故，平时也几乎见不到人，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当地的天气
温差较大，高纬度地区天气晴朗时体感炎热，当阴天或有雨时，寒风凛冽，厚
外套就是必备。与去年动辄 40 度的炎热高温相比，这次似乎是一年四季随机播
放。本次中国团二十六人，约两周的时间内，无选手感冒生病，也是幸运。
6 月 25 日是报道日，领取比赛资料、参赛 T 恤。
Innopolis Lyceum 是当地的一所寄宿制学校，设施齐全，是选手住宿、比
赛的地点，学生入住 Lyceum 二楼宿舍，五人一间。教练和家长入住邻近的
Innopolis 大学宿舍，安检严格，进出均需要将随身物品过 X 光机，酒精饮品
均不得带入。两处步行距离约两公里，每天往返颇久。不过沿路可以经过街区

内的三个超市，方便大家购物。学校伙食营养均衡，口味却乏善可陈，不少同
学自带泡面、榨菜和调味品，教练和家长们也经常带学生们出去在附近汉堡店
改善一下伙食。
中国队是抵达最早的队伍，学生们在整理内务后，陆续挑合适的
CodeForces 比赛开始进行恢复性训练。选手们略有疲劳，不过好在孩子们精力
充沛，影响不大。
6 月 26 日是科学委员会（STC）讨论比赛规则，以及选手试机。
比赛场地是二楼的各个教室，课桌上摆放着笔记本电脑，中国队选手 12
人，正好坐满一个教室。电脑环境的配置花了不少时间，需要调整操作系统和
浏览器的默认语言，注册 Yandex 比赛系统。由于网络速度不快，需要手机开热
点辅助，然而学校所在地的电信信号也不够好。IDE 的选择比较灵活，Vim、
SublimeText、CodeBlocks 和 Dev-C++都可以自行安装使用。笔记本键盘是俄语
布局，不影响使用，也可以使用自带键盘，但需要经过 IT 的检查确认后方可使
用。笔记本安装的是 windows 和 linux 双系统，但 linux 无法使用，windows
经常因为无法关闭系统更新，造成几位选手打比赛时偶尔中断。
当天下午三点是开幕式，ISIJ 项目主管、IOC 主席 Marina 和本地教育部门
官员分别致辞发言。
当天下午原定有学校参观活动，恰巧同一时间有一场 CodeForces 的比赛，
也是唯一一场选手们可以有时间参加的比赛，CF 的赛制和 yandex 相似，作为
热身训练是不错的选择。事实上，所有教室都坐满各国选手，大家都无心闲
逛，希望能够抓紧时间训练。
在热身比赛间隙，我们复核了比赛规则，将上午尚不明确的条款逐一讨论
后整理出了问题清单，供晚上的 STC 会议所用。比赛官方语言是英语和俄语，
领队和教练们的英语能力都不错，沟通顺畅。
ISIJ 2019 赛程共为六天，由五场训练赛和一场杯赛组成。五场训练赛在
Lyceum 举办，决赛定于 Innopolis 大学。考虑到上午试机配置花费了约两个小
时才完成，我们强烈建议调整决赛前一天的日程，确保选手在比赛前有足够的
时间准备好环境，此提议获通过。然而在决赛前一天的上午，在我再次与 IOC
确认试机安排时，得知比赛场地还是留在训练赛的教室中。我个人感受是喜忧
参半，选手不必折腾当然是喜，如此重要的事情没有公告、需要反复确认却是
忧，生怕挂一漏万，让选手受到影响。
为鼓励学生向更高难度发起挑战，本次比赛创新性的设置了 A 组（相当于
IOI 难度）和 B 组（EJOI 难度），选手可以自由选择分组。然而在比赛开始之
前，选手们很难判断自己该参加哪个组别，但却需要在当晚就确定分组报名

表。由于 AB 两组是独立评奖，为了能最大程度争取更好的名次，我们争取到一
次在决赛前调整组别的机会。中国选手们基本就是按照一队和二队来报分组，
有七位选手选择了 A 组，五位选手选择了 B 组。
6 月 27-31 日 训练赛。
第一场模拟赛在 27 日上午 9 点开始，四小时四题，按照之前了解的规则：
A 组需要做四题 ABCD，B 组做 ABC，A 题最难，B 组可以不做或者选做。然而在
第二场模拟赛后询问 IOC 后却发现，A 组是计入 BCD 三题得分，B 组是计入 ABC
三题得分。那么是否要让 A 组选手放弃 A 题，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难度最高
的 D 题？考虑到 AB 两组在同一个榜上，少做 A 题节省下来的时间未必能解决 D
题，但可能就不一定会保持在榜首位置。这对选手保持士气至关重要。在教练
组讨论之后，决定让 A 组选手继续四题全做。
训练赛的题目难度差异较大，知识技能考察也比较全面，比赛数据也偶有
出错。比如第三场训练赛的 checker 出错，然而中国队已有几人 AC 此题。出题
人公告说题目会在比赛后 rejudge。意外的是郑路明不仅在出错的 checker 下
AC 了，在修复之后仍然是满分，令俄方非常惊讶。中国队整体优势明显，中国
选手长期居于前十，我们关心的基本就是哪位中国选手拿到当天全场第一，钱
易拿了三次第一、郑路明一次，管晏如一次。
每天赛后有题解分析和专题讲座，由于国外教练使用俄语多于英语，讲座
的难度也较低。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决定留在教室里面，曹蓉老师组织讨论，
让学生们研究题解、订正，效果更好。
在五场训练赛结束后，教练组与选手开会，整理总结了比赛中可能出现的
意外情况，并针对性的做了部署安排，以求决赛时的万无一失。
在五天的训练赛中，我们一直留心榜单统计，有没有其他国家选手的分组
发生变化。除了一两次统计失误，各国的分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而俄罗斯队
派出约 20 人参加比赛，其中仅有 12 人计入正式比赛排名，其余人是非正式选
手。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 AB 两组的人数。
在最后一天训练赛结束后，教练们开会讨论分组是否需要调整。由于 A 组
人数少于 B 组，金银铜的比例相同、各占 1/3，而决赛的赛题是 AB 两组做相同
的三题，统一排榜。这意味着 A 组选手可能排名较 B 组选手高，但只能拿到银
牌，排名较低的 B 组选手却能拿到金牌。毋庸置疑，这是 IOC 为了制衡实力最
强的代表队包揽所有金牌的策略，规则事先已经公布，没有调整的空间。我们
能做的就是根据前五场训练赛的情况，给每位选手提出是否要调整分组的建
议，也就是 A 组选手若不能保证拿到前三，则可调整到 B 组，稳拿金牌。教练

组经过充分讨论、交流意见后决定让教练与每位选手充分沟通、尊重选手的意
愿，再决定是否要调整分组。
在征求了选手建议后，两位 A 组选手降到 B 组，剩下的五位 A 组选手均表
示不换组。大家都心知肚明，A 组三块金牌实际已被中国队锁定，而另外两位
选手即使排名第四和第五，也只得拿到银牌。
7 月 2 日，决赛日。
比赛分三题，中国队供的第一题是一道动态规划，第二题是俄罗斯的构造
题，第三题是保加利亚的数据结构题。正式比赛的赛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
意外还是发生了，崔隽章的电脑在赛前忽然系统更新，无法中断只得更换电
脑，我帮助他联系 IT、配置环境，安慰他情绪，争取到了补时 15 分钟。
在整场比赛中，中国队毫无悬念的占据领先优势，令人惊喜的是有 7 人满
分，A 组四人，B 组三人。我特别留意了崔隽章，临比赛结束半小时前仍只获得
个位数的成绩。但他到最后一刻仍不放弃，扛住压力，最后压线获得金牌，毅
力和韧劲值得赞赏。另一位选手王天在比赛临近结束前电脑更新强制重启，所
幸他临阵不慌，从提交记录中找到自己的程序，也顺利取得金牌。这两位选手
都是初一学生，中国队员中年龄最小，但应对突发情况能沉着冷静，体现出超
越年龄的成熟。
虽然 A 组金牌仅有三块，基于同分同牌的原则，A 组四人（丁晓漫、闫卢
浩、郑路明、钱易）同获金牌，罗恺获银牌。B 组六人（古鸣浩、唐绍轩、管
晏如、王天、常瑞年、崔隽章）金牌，冷滟泽银牌。中国队总分第一获团体金
牌（Gold Team）。比赛还设置了最小年龄选手、最佳女生、综合前十、决赛前
十等多个奖项，大多被中国选手包揽。代表上海的管晏如，连续两年拿到金
牌，本次又获最佳女生、综合、决赛的全球前十，是上台领取奖状最多的选
手，作为教练，亦感自豪。
纵观整个赛程，除了选手本身实力超群外，我认为还有两点是中国代表队
获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
1、及时有效的交流沟通。不论是训练赛还是杯赛的获奖规则，在网站上都
是事先公示的。而在文本规则没有明确描述的部分，有着可以争取博弈
的空间。我们需要在决赛前，了解所有细节，制订有效策略，以确保中
国选手的杰出表现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可和荣誉。感谢 IOC 的不厌其烦的
解释和友善的态度，支持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合理要求。
2、团队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中国代表队 STC 由我、曹蓉老师、郁庭老师
和夏媛媛老师组成，我负责与 IOC 沟通商讨比赛事宜和确认规则；曹蓉

老师工作细致，组织赛后讨论气氛活跃，日常管理照顾到每位选手的需
求，财务工作琐碎繁多，也全靠她一人完成；郁庭老师负责题目相关工
作，连续多日准备至凌晨，态度极其严谨，他还特别善于发现大家的优
点，不吝赞美，令大家如沐春风；夏媛媛老师、黄细光老师、徐淑君老
师、李吴松老师、赵明阳老师等多位教练，工作认真负责，不论是饮食
起居还是赛后复盘，无微不至，大大减轻了领队的工作负担。几位家长
也各展所长，比如去年参加过比赛的管老师积极协助翻译沟通，并结合
去年经验提出建议，帮助我们快速进入工作状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王天家长与其他几位家长帮助管理学生日常作息，也对分组等事务
提供了专业建议，崔隽章家长担任随队摄影师，拍摄了许多照片，为大
家留下了宝贵回忆。
赛后下午，俄罗斯 IOI 队长 Ildar Gainullin 应罗恺之邀而来，与中国队
选手合影留念，管晏如代表中国队向他赠送了纪念品。大家都叫他 300iq，据
说他这次也报名了 NOI 的同步赛，是个中国通。大家平时在群里面谈笑风生，
一见面就变成闷葫芦，可能是孩子们口语还不够熟练，比较拘谨。
颁奖会后，各国领队教练们在告别前的冷餐会上与我们交流畅谈，各国选
手们在餐厅动手制作传统糕点，气氛融洽欢乐。我将事先准备的纪念品赠与
IOC 的诸位，表达由衷的感谢。他们都是 IOI 三十年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与他们共事两周，我深感荣幸。想到国内对于低年龄选手可否参与竞赛尚有争
议，而创办 IOI 的前辈们已将余生投入到培养更低年龄段选手的工作中，创办
了 EJOI 和 ISIJ，为我们后来者指出方向。
在踏上归程之际，我回想起决赛前的一晚：教练们分头散去与学生协商调
整分组，我走出办公室，看到丁晓漫和罗恺在角落轻声交谈。他们一同选择了
留在 A 组，正在为彼此的决定加油鼓励。他们知道，背后是家人、教练殷切的
目光，肩负的是夺金压力，然而他们选择了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千万人阻
挡，只怕自己投降”。不论未来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有这份勇气和倔强，他们
就是胜利者。
最后，再次感谢 CCF 给予的机会，感谢教练、家长们的通力协作，祝愿选
手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有机会明年再见！

